
 
 

全球领袖即将齐聚 MWC 上海 2019 
 

GSMA 公布数字领导者计划，INSEAD 大师班课程、首批演讲嘉宾、新增参展商与合
作伙伴名单 

 

2019 年 4 月 11 日，上海——GSMA 今日公布新推出的数字领导者计划、大师班课

程，以及 MWC19 上海首批演讲嘉宾、新增参展商与合作伙伴名单。MWC 上海 2019

将于 6 月 26 至 28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 举行，届时将吸引来自 1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横跨移动生态系统及邻近行业的逾 6 万名专业人士和 550 家知名企业前

来参加。 

 

GSMA 推出数字领导者计划 

新推出的数字领导者计划将面向 C 级高管，汇聚来自更广泛的移动与垂直行业的商业

领袖，共同应对新数字时代的挑战，倡议并推广向消费者提供未来服务的最佳方式。

数字领导者计划于 4 月 11 日在上海 F1 国际赛车场举行的“MWC 上海前瞻 · 数字领导

者媒体沙龙”上推出，出席发布活动的嘉宾包括来自中信电信、富士康、HTC、华为、

仲量联行、麦肯锡、上海诺基亚贝尔，高通，上海移动，中兴通讯等企业的高管。在

MWC19 上海的首日即 6 月 26 日还将举办一系列面向首席执行官的活动，包括闭门圆

桌会议、主题演讲以及商务社交。有关该计划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experiences/digital-leaders-programme/  

 

GSMA 首席执行官洪曜庄 (John Hoffman) 表示：“为了充分发挥‘智联万物’的潜力，应

对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我们需要来自各行各业的新数字领袖来协助我们塑造未来愿

景并提供指导。MWC19 上海期间，GSMA 将致力于通过数字领导者计划汇聚全球有

影响力的高管，为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提供改善生活的服务，对数字未来产生积极影

响。” 

 

全球领袖和首席执行官即将参与 MWC19 上海会议活动 

为期三天的 MWC19 上海会议活动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 N5 展馆举行，届时将

吸引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领袖和首席执行官前来参与。会议活动探讨的主题

包括 5G、人工智能、银行和通信融合、区块链、数据信任和安全、全球终端、未来移

动出行、智慧城市等等。 

 

第二年举办的领袖舞台计划将深入探讨塑造移动未来和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的广大趋

势，包括数字业务、人道主义创新、零售和旅游。 

 

已确认的主题演讲嘉宾包括： 

 

 Grab Group 联合创始人陈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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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MA 会长葛瑞德 (Mats Granryd)  

 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   

 OneWeb 董事长 Greg Wyler 

 Telenor Group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igve Brekke  

 中兴通讯首席执行官徐子阳 

 

出席会议峰会和领袖舞台活动的首席执行官包括： 

 

 ASOCS 首席执行官 Gilad Garon   

 Christina’s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Thu Nguyen    

 edotco 首席执行官 Suresh Sidhu   

 Eloisa Technologi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Francesco Lentini   

 Erga Plus 首席执行官 George Palamarizis   

 Get 首席执行官 Nyein Chan Soe Win 

 Global Wavenet 首席执行官 Suren Pinto   

 Greensill Capital 首席执行官 Lex Greensill   

 Iritech 首席执行官 Daehoon Kim   

 Saathealth 首席执行官 Aakash Ganju   

 Synchronoss 首席执行官 Glenn Lurie   

 运营商区块链研究小组 (Carrier Blockchain Study Group) 成员 TBCASoft 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 Ling Wu   

 Xenir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nshen Huang   

 Ubiquitilink 首席执行官 Charles Miller   

 

一些领先公司的其他高层领导也将在会议活动上讨论主要趋势，包括 ABI Research、

Blackmouth Games、中国万事达卡、中国电信、思科、德勤、DOCOMO、爱立信、

Forkast、谷歌、英特尔、Klook、McAfee、新华三、Niometrics、Sterlite、Strelka、

Syniverse、Turk 电信、沃达丰、Xaxis 等等。如需了解有关 MWC19 上海会议活动的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mwcshanghai.cn/conference-programmes/   

 

INSEAD 学院于 MWC19 上海为商业领袖推出首个大师班课程 

GSMA 与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均设有校区的世界领先的商学院 INSEAD 合作，在

MWC19 上海期间推出首个大师班课程。该课程为期一天，专注于企业创新及领导力

的 Thomas Mannarelli 教授将担任此次认证课程的讲师。  

 

大师班课程为负责领导和实施企业变革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专门设置。Mannarelli 教授

将亲临指导，教授学员与企业如何在智能连接时代面对挑战、掌控机遇。完成课程的

学员将掌握一套在高科技融合时代能快速应变的实用管理方法，并能够在现实工作中

创建可执行的管理计划。更多有关大师班课程和报名详情，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om/experiences/learning/ 

 

展会展示移动创新 

MWC 上海将再次展示移动行业以及相邻行业的创新。新确认参与 MWC19 上海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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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包括设备、安全性、身份认证、测试和光学技术等领域的企业

Giesecke+Devrient、IDEMIA、Imagination Technologies、Oppo、思博伦 

(Spirent) 、Viavi Solutions、vivo 等。如需了解有关 2019 年参展商的更多信息，敬请

访问：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exhibitors/ 

 

未来智行展区是 MWC19 上海的全新展区，将展示更智慧、更环保、更安全的智能车

辆和城市。在该展区参展的公司包括 Helix Technologies、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和 UROS，以及国际领先的汽车行业主办机构——广东寰球国际会展 (GIE)，将携手

众多智能互联汽车合作伙伴，包括百杰腾、深鉴科技、国图顾问、星舆科技等，共同

展示未来移动出行的生态发展。 

 

为展示尖端科技，MWC19 上海的 GSMA 创新城市将聚焦由 5G、物联网、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组合的“智联万物”如何影响和改善全球民众和企业的生活。参观者将体验来自

BICS、华为、MyFC 和上海雷塔智能科技等合作伙伴的前沿技术。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敬请访问：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gsma-innovation-city/ 

 

国际智慧城市博览会 · 上海浦东将连续第四年与 MWC 上海同期举办。国际智慧城市

博览会 · 上海浦东将探讨智慧城市的创建和发展，重点关注移动技术、物联网、智能

家居、智能楼宇和智慧教育，以及这些技术为上海市民带来的益处。如需了解有关国

际智慧城市博览会 · 上海浦东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smart-city-expo/   

 

注册并参与 MWC19 上海 

MWC19 上海的注册现已开放，有关注册和通行证类型的信息，敬请访问：

www.mwcshanghai.cn/attend/register/ 

 

如需了解有关 MWC19 上海的更多信息，包括参会、展览、合作或赞助方式，敬请访

问 www.mwcshanghai.cn 。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渠道关注 MWC19 上海的进展和最新

资讯——在 Twitter 上@GSMA 并使用#MWC19 关注我们，通过我们的 LinkedIn 展示

页面 (www.linkedin.com/showcase/mwcshanghai/) 定期获取最新资讯，并在

Facebook (www.facebook.com/mwcshanghai) 上关注我们。在中国大陆，您可以登陆

新浪微博 (weibo.com/mwcshanghai) ，或者在微信上搜索“GSMA_MWCS”关注我们。 

 

-完-  

 

关于 GSMA 

GSMA 代表全球移动运营商的共同权益。GSMA 在更广泛的全球移动生态系统中连结

着 750 多家移动运营商，超过 400 家企业，其中包括手机与终端制造商、软件公司、

设备供应商、互联网企业、以及相关行业组织。GSMA 每年在巴塞罗那、洛杉矶和上

海举办业界领先的 MWC 大会，以及 Mobile 360 系列区域会议。 

 

更多有关 GSMA 的信息，请阅览 www.gs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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